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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属于第三代疫苗，具有抗原表达效率高、安全性高、免疫原性强、可编

译性强，以及制备工艺简单、易规模化生产和针对病原体变异有效性高等技术优势，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被视作
一种革命性的疫苗技术。但 mRNA 疫苗稳定性差，传递效率低，在临床应用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当前及
未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证疫苗安全性的前提下，设计先进和可耐受的递送系统，来提高抗原表达和提呈的效率，
以及优化 mRNA 结构，达到延长和控制表达持续时间的目的。本文从 mRNA 疫苗的分类、作用机制、技术优势、
递送系统 4 个方面，对 mRNA 疫苗免疫学机制研究进行综述，旨在为 mRNA 疫苗研发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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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mRNA）vaccine，as the third generation vaccine，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antigen expression efficiency and safety，strong immunogenicity and compiling，simple preparation technology，
intensive production and high efﬁciency against pathogen variation，and has been regarded as a revolutionary vaccine
technology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However，the mRNA vaccine is with poor stability and low
transmission efﬁciency，which is greatly limit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refore，advanced and tolerable delivery
systems should be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efﬁciency of antigen expression and presentation，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mRNA and thus to prolong and control the duration of expression，provided that safety of the vaccine could be
safeguarded. The immunological mechanism of mRNA vaccine was summarized in the paper from the aspects of
classiﬁcation，action mechanism，technical advantages and delivery system of the vaccine，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vaccine.
Key words ：mRNA vaccine ；action mechanism ；technical advantage ；delivery system

疫苗技术分为全病毒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

针对病原体变异有效性高等技术优势。灭活疫苗、

病毒载体嵌合疫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核酸疫

亚单位疫苗安全性高，但免疫原性差，诱导细胞免

苗等多条技术路线。第一代灭活和减毒活疫苗的生

疫的能力有限；弱毒疫苗、载体疫苗免疫原性强，

产应用已然成熟，第二代基因工程疫苗也先后有产

能够诱导较强的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但安全性较

品问世。而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属于第三

差，存在核酸整合进入宿主基因组的风险，其中弱

代疫苗技术，具有制备工艺简单、易规模化生产和

毒疫苗还存在毒力返强风险；核酸疫苗中，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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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能够同时诱导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反应，但其
保护效率通常较低，且也存在核酸整合进入宿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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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风险 [1]。研究 [2] 表明，有的 mRNA 本身可作

性，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为疫苗佐剂，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刺激免疫系统产生

2

mRNA 疫苗技术优势

多种细胞因子，从而提高机体免疫力，大大缩减免

mRNA 疫苗具有诸多优势：抗原表达效率高，

疫应答时间，增强产生和释放抗体的能力，具有极

因无需进入细胞核即可完成翻译，其翻译效率是

大应用价值。

DNA 疫苗的数倍；安全性高，生产过程中不使用

mRNA 疫 苗 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 是 人 工 合 成 的

病原及抗生素，且不存在整合进入宿主基因组的风

mRNA 分子，其由 5' 端帽、5' 非转录区、编码抗

险，因而提高了生物安全性；免疫原性强，能够同

原的开放阅读框、3'UTR 和多腺嘌呤尾 5 个部分组

时激活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满足抵御各类病原体

成。mRNA 分子可指导细胞合成抗原，激发免疫

的需要；可编译性强，能够以设想方式编码目的抗

反应。由于 mRNA 能够以快速、直接的方式进行

原，从而实现高效表达。当机体接种 mRNA 疫苗

反应合成，因此 mRNA 疫苗在面对突发性传染病

后，其将进入细胞内并能够在细胞质中进行翻译，

[3]

流行时，能够成为理想的候选疫苗类型 。本文从

从而成功激活体内的免疫应答。mRNA 疫苗不进

mRNA 疫苗的分类、作用机制、技术优势、递送

入细胞核即可进行反应，而 DNA 疫苗只有到达细

系统 4 个方面，对 mRNA 疫苗免疫学机制研究进

胞核才能发挥效果，因此 mRNA 疫苗不存在整合

展进行综述，旨在为疫苗研发人员选择 mRNA 疫

机体基因组的风险，不会导致基因整合突变，即不

苗特异高效递送系统，降低 mRNA 疫苗副反应，

存在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理论上比 DNA 核酸疫

降低 mRNA 疫苗成本，提高 mRNA 疫苗稳定性等

苗安全性更高。同时，mRNA 疫苗生产不需要用

技术方面提供参考。

细菌或细胞作为培养基，因此病原微生物污染风

1

险较低 [4]。mRNA 分子还具有免疫佐剂效用，可

mRNA 疫苗分类
mRNA 疫 苗 包 括 非 复 制 型 mRNA（non-

以有效激活机体的免疫应答，作为佐剂时以被 Toll

replicating mRNA）疫苗与自扩增型 mRNA（self-

样受体识别方式来刺激机体免疫细胞分泌产生肿瘤

[2]

amplifying mRNA，SAM mRNA） 疫 苗 。 两 种

坏死因子（TNF-α）和干扰素（IFN-γ）等细胞因子，

mRNA 疫苗都可以通过 cDNA、线性化质粒 DNA

从而调节机体免疫应答 [4]。mRNA 疫苗的制备生

体外转录而成，经呈递系统转导进入细胞，表达

产采用全合成制备技术，不同品种 mRNA 疫苗使

目 的 抗 原。 与 非 复 制 型 mRNA 疫 苗 相 比，SAM

用的生产工艺和仪器设备均是相同的，因此研发周

mRNA 疫苗诱导的抗原产量显著提升，抗原持续

期较短，成本较低，易于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 [5]。

时间、免疫应答时间大大延长。同样是编码 H1N1

此外，在 mRNA 疫苗的研发制备生产过程中，即

HA 蛋白的 mRNA，1.25 μg SAM mRNA 疫苗即可

使发现或寻找到新的病原体抗原蛋白，也不需要调

达到与 80 μg 非复制型 mRNA 疫苗相同的效果。

整规模化生产过程，不需要更改生产设施、设备及

非复制型 mRNA 疫苗仅编码抗原蛋白，具有结构

其他工艺条件，仅需调整 mRNA 表达序列，因此

简单的优点，但需要成熟的优化工艺才能以较低的

mRNA 疫苗的生产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效率 [5-8]。

剂量诱发有效的免疫应答。SAM mRNA 疫苗利用

mRNA 疫苗区别于其他疫苗的另一个技术优

了病毒的非结构蛋白基因，用外源靶蛋白基因（抗

势是其可引发机体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原基因）替换病毒的结构基因，因而可以在转染细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 Ⅰ 类 免 疫 通 路

胞内扩增，使其编码的抗原基因大量表达，且因结

和 MHC Ⅱ类免疫通路的呈现，可引发机体细胞毒

构蛋白基因缺失，使病毒不具有原有的感染性和毒

性 T 淋巴细胞反应。mRNA 分子能够在机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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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瞬时表达抗原蛋白，这些被瞬时表达的抗原蛋

是在运载 mRNA 的纳米颗粒中加入靶向特定细胞

白大量积聚，被加工成抗原多肽，装载至 MHC Ⅰ

表面分子的抗体或者核酸适配体，通过抗原 - 抗

类免疫通路中。mRNA 分子也可在 MHC Ⅱ类免疫

体作用或核酸适配体 - 受体的高亲和力结合，来

通路中作为抗原蛋白来源，在 mRNA 分子瞬时表

实现 mRNA 向目的细胞的特异性运输 [21]。非靶向

达抗原蛋白分泌和循环后，直接从细胞质穿梭至溶

递送系统包括脂质纳米颗粒（LNP）、多聚体纳米

酶体。此外，机体细胞浆中少量的 mRNA 分子即可

颗粒和蛋白衍生物 -mRNA 复合体。LNP 通常由 4

将大量的抗原蛋白递呈至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
3

[9-11]

。

mRNA 疫苗递送系统

个部分组成，分别是阳离子脂质、脂质连接的聚乙
二醇（PEG）、胆固醇和天然磷脂。阳离子脂质能

mRNA 在机体外的高效合成技术以及在机体

够与 mRNA 一起组装成病毒大小的颗粒，并协助

内的高效递送技术是现阶段开发和应用 mRNA 疫

mRNA 在细胞质中的释放；PEG 可延长制剂的半

苗的两大核心技术

[12-15]

。在体内环境中，mRNA

衰期；胆固醇主要起稳定剂的作用；而天然磷脂则

半衰期短、稳定性差，直接进入机体容易被体内广

构建起脂质单层结构，将阳离子脂质 -mRNA 包裹

泛存在的 RNA 酶降解。而合适的载体材料可确保

于其中。

mRNA 疫苗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和可控的安全性，

脂质载体对 mRNA 分子的包封率高，对机体

可将 mRNA 高效递送到机体细胞内。mRNA 疫苗

细胞的靶向性强、亲和性好，生物相容性高。同时，

只有进入到细胞质中，才能发挥抗原效应，这是其

有一部分脂质载体可以将 mRNA 疫苗，以非侵入

发挥疫苗关键效力的重要基础

[15]

。研究

[16]

表明，

性方式在机体内进行靶向递送。基于脂质载体的递

只有小于 1 000 Da 的分子才可进行被动转运，转

送系统能够包裹 mRNA 分子，凭借其包封率高的

运一般是在细胞膜上进行。mRNA 相对分子质量

特点，保护 mRNA 分子免受 mRNA 酶降解的干

较大时，携带负电荷，且由磷脂双分子层结构组成

扰 [5]。目前，能够进行 mRNA 疫苗递送的另外一

的细胞膜同样携带负电荷，因此 mRNA 分子可被

种非病毒载体材料主要有多聚物、阳离子脂质、细

包裹形成纳米微粒，在载体帮助下进入细胞内。

胞穿透肽、树形分子及其衍生物、阳离子脂质聚合

抗原呈递细胞将 mRNA 分子转运至机体内的

纳米颗粒、多聚腺苷酸结合蛋白等。但 mRNA 疫

靶细胞时需要避免酶的干扰，避免其发生降解。

苗递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差，对机体细胞有毒副作

mRNA 疫 苗 成 功 表 达 的 关 键 是 避 免 mRNA 酶 的

用，载体对 mRNA 包封率低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

降解，从而保证其完整性。采用纳米载体包裹的

进一步解决 [3]。

mRNA 疫苗可通过静脉注射方式的原因是其能够

4

[17-20]

mRNA 疫苗免疫学机制

。对于 mRNA 疫苗来说，

mRNA 疫苗基于“中心法则”，将含有编码

递送系统的选择至关重要。递送系统分为非靶向递

特定抗原的 mRNA 序列进行优化、化学修饰以及

送系统和靶向递送系统。非靶向递送是指运输进入

基因纯化加工，通过接种进入机体，在机体细胞中

机体的 mRNA 非特异性地进入各类细胞或组织，

翻译产生编码蛋白，从而诱导免疫反应，补充接种

通常使用脂质纳米颗粒来完成；靶向递送则是指通

机体的蛋白含量，产生机体的免疫反应，从而预防

过结合抗体或核酸适配体等方式，将 mRNA 靶向

传染病 [22]。mRNA 疫苗可经 MHC Ⅰ类以及 MHC

递送到特定的细胞或组织。

Ⅱ类 2 种抗原提呈途径，引发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

很好抵御酶的降解

靶向递送系统主要有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和

反应 [23]。mRNA 疫苗经注射进入机体后，可被抗

核酸适配体及其受体特异性结合两种模式，其原理

原递呈细胞捕获，先启动机体先天免疫应答，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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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体适应性免疫应答，从而全面激活体液免疫与

成本低、易于储存等，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被视作一

细胞免疫。mRNA 疫苗可在抗原递呈细胞中表达

种革命性的疫苗技术 [31-32]。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抗原蛋白，当抗原蛋白经溶酶体处理为抗原肽后，

英国紧急批准使用辉瑞和 BioNTech 公司联合研发

这些肽段又被 MHC 递呈给 CD4+、CD8+ T 细胞或

的 mRNA 疫苗（BNT162b2），从而成为首个批准

者通过释放被 B 细胞识别，从而激活细胞免疫与

紧急使用 mRNA 疫苗的国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体液免疫。mRNA 疫苗在机体细胞内翻译产生的

管理局批准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蛋白质可模拟病毒感染，从而引起机体的体液免疫

的 mRNA 疫 苗， 临 床 试 验 证 明，mRNA 疫 苗 具

和细胞免疫

[24]

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3-36]。除疫病防控外，

。

不同的 RNA 序列可编码不同的蛋白质，因
而确定主要抗原蛋白是研发 mRNA 疫苗的核心
环节

[24]

mRNA 疫苗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医疗领域，如
肿瘤、罕见疾病的治疗等。

。向 mRNA 分子中添加修饰过的核苷酸，

可提高翻译效率和自身稳定性，延长半衰期

[25]

。

mRNA 疫苗的接种途径可分为肌肉注射、皮下注

mRNA 是一个包含负电荷的大分子，它无法
穿过由阴离子脂质构成的细胞膜，而且在体内，它
会被先天免疫系统的细胞吞噬，或者被核酸酶降解，

。mRNA

因此需要创新递送载体 [37-42]。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

疫苗进入机体后，编码的蛋白质将被翻译并呈递给

下，为将 mRNA 疫苗更好地应用于临床，聚焦于

免疫系统。该过程类似于 RNA 病毒感染的自然过

进一步增强 mRNA 疫苗稳定性，适当降低 mRNA

程及其连续诱导的保护性免疫应答。外源 mRNA

疫苗过高的免疫原性，优化和完善其递送系统 [43]。

进入细胞质后会发生与内源性 mRNA 相似的反应。

随着 mRNA 技术和 LNP 递送技术的不断完善，这

mRNA 在细胞质中被翻译成蛋白质，蛋白质经过

一新型疫苗技术将有助于解决传统小分子和抗体疗

翻译后修饰，通过靶向序列或跨膜结构域进入亚细

法无法解决的问题，为癌症、罕见疾病、神经系统

胞间隔，比如分泌途径、细胞膜、细胞核、线粒

疾病等疾病提供更有效、更持久的治疗技术选择。

体或过氧化物酶体。体外转录后再加帽、加尾是

相信 mRNA 疫苗技术将会具有更广泛的适用空间，

射、静脉注射、鼻内喷雾等不同方式

mRNA 疫苗公认的生产方法

[26-28]

[24]

。它类似于真核

成为人类对抗众多疾病的有力武器。

细胞胞浆中自然加工和成熟的 mRNA。当被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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